
 医疗系统   
Medicare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一个名为Medicare(国民保健)的计划帮助国民支付医疗及住院费用。

国民保健支付看医生、拍X光片、验血、公立医院照护及一些其他服务的大多数费用。  

欲查询您是否具资格及欲注册 Medicare，您应该带备护照或旅游证件到 Medicare 办事

处。 

国民保健并不支付救护车费、牙科服务、物理治疗、配镜、足医、脊柱服务、或私立

医院住院的费用。 

Centrelink Health Care Card (Centrelink 医护卡) 
如果您领取Centrelink付款或收入低，您或具资格获得政府的Health Care Card (医护

卡)。该卡令您可以获得多种优惠，包括药物及医疗服务(医生、牙医及救护车)。 

就算您已有医护卡，您在接受所有基本医院医疗治理时，您亦要同时出示 Medicare
卡。 

私营医疗保险 
很多澳大利亚人加入私营医疗保险基金。这些保险可让您以私家病人的身份在私立或公

立医院接受治疗，并可帮助支付不在 Medicare 范围内的服务，例如牙科及视光服务。

保险费和类型相差很大，所以如果您决定购买私营医疗保险，在加入该保险计划之前仔

细检查其详情是很重要的。 
 

鼓励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经济上的鼓励措施，旨在鼓励人们加入私营医疗保险。联邦政府对

私营医疗保险的保险费提供 30%的Rebate(65 岁及以上人士可获更多的退款)，并对不

加入私营医疗保险的高收入人士征收 1% 的税。 
 

LIFETIME HEALTH COVER (终身医疗保险计划) 

还有一个名为 “Lifetime Health Cover” 的制度。根据该制度，私人医疗保险的保费会

因人们首次购买医院保险（hospital cover）的年龄不同而不同。在满 31 岁后的第一个

7 月 1 日之前加入医院保险并一直保持下去的人，其一生中支付的保费数额将比在年纪

较大时才加入医院保险的人为低。如果您延迟加入医院保险，由 30 岁起计，每延迟一

年您就将要支付额外的 2% 附加费用。最高的附加费用是 70%，适用于 65 岁时才首次

加入医院保险的人。 

对于新移民，有特别规定。一般而言，如果新移民在下列日期前购买医院保险 (两种取

其一，以迟者为准)，则毋须支付附加费用： 

• 在满 31 岁生日后的第一个 7 月 1 日；或 
• 在有资格获 Medicare 后一周年纪念当天 

在这些日期之后，便要支付正常的 Lifetime Health Cover 附加费用。 

http://www.hic.gov.au/yourhealth/our_services/am.htm
http://www.centrelink.gov.au/
http://www.centrelink.gov.au/internet/internet.nsf/payments/conc_cards_hcc.htm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wcms/publishing.nsf/Content/lifetime+health+cover-3


查询详情 

若需要了解有关私营医疗保险的更多情况，请浏览 www.health.gov.au/privatehealth 
和www.phiac.gov.au，或联络：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Ombudsman 1800 640 695 
  www.phio.org.au

 

联邦护理联系中心 Commonwealth Carelink Centres 为长者及残疾人士的照顾者提供

资讯与支援。欲查询详情，请联络： 

Commonwealth Carelink Centres (联邦护理联系中心) 1800 052 222 
 www.commcarelink.health.gov.au

医疗帮助 
急救 

可以通过一些医疗中心或医院的急诊部获得急救治疗。各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列在 
White Pages (白页)电话簿的“Hospitals”一栏下。  

在去医院看病前，请记住随身带上您正服用的所有药物以及 Medicare 卡、私人医疗保

险的会员卡、保健津贴卡或领养老金/抚恤金优待卡。 

在公立医院的“Casualty” 或 “emergency” (急诊室) ，每天 24 小时都提供急诊服务。 

如果情况不是紧急，您应该到普通科医生诊所求医。 
 

GENERAL PRACTITIONERS (普通科医生) 

如果不是紧急事故，您就应该先去看家庭医生(也叫做‘普通科医生’),或者去医疗 中心。

您可以选择去看哪一位医生或医疗中心——它们列在Yellow Pages (黄页)电话薄 
‘Medical Practitioners’栏目下。 

您的医生或可‘bulk bill (刷卡收费)’。也就是说会叫您在一张Medicare表上签名， 然后

医生会把这张表寄给Medicare部门，Medicare然后会付钱给医生。否则医生会向您收

费，您或可通过Medicare或您的私人医疗保险基金将门诊费报销回来(如果您合乎资

格)。无论是刷卡收费还是先交费后报销，您都要带Medicare卡(如果您有Health Care
卡也要带着)。 
 

传译 

医生在为您看病时，可以使用优先专线为您安排传译员。如果您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或

澳大利亚公民，而您所接受的医疗服务是包括在 Medicare(国民保健)内的，这项服务

对您或医生就都是免费的。 

TIS Doctors Priority Line (24 小时医生优先专线) 1300 131 450
 www.immi.gov.au/tis/

 

专科医生 

您要先看普通科医生(GP)才能看专科医生。该普通科医生可以将您推荐到一名医科或

其他科的专科医生处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http://www.health.gov.au/privatehealth/
http://www.phiac.gov.au/
http://www.phio.org.au/
http://www.phio.org.au/
http://www.commcarelink.health.gov.au/
http://www.commcarelink.health.gov.au/
http://www.whitepages.com.au/
http://www.yellowpages.com.au/
http://www.immi.gov.au/living-in-australia/help-with-english/help_with_translating/english-speakers/doctors-priority.htm
http://www.immi.gov.au/tis/


药物 

如果您的医生认为您需要服药，就会给您开一个处方，以便您到药店(或药房) 买药。许

多药品(如抗生素)只能凭处方获得。如果您有Centrelink发给的 Health Care Card 或 
Pension Concession Card， 在购买某些药物时，将会获优惠。当您到药房取药时需带

您的Medicare卡。 

重要的是细阅药物上的标签和指示，如有不清楚则要询问。欲求助或查询有关药物的资

料，请联络您的药剂师，或于周一至周五早上 9 时至下午 6 时致电： 

Medicines Line (药物资讯专线) 1300 888 763 

社区医疗中心 
Community Health Centres (社区医疗中心)无论年龄为人们提供低收费的服务。并非

所有中心皆提供相同的服务。而他们通常会提供的服务包括护理、健康教育与推 广、

物理治疗、牙齿护理、医疗护理、心理辅导与社会福利。  

心理健康 
需要心理健康问题和精神病帮助者可获提供多种服务。通常就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帮助人

士应该先联络普通科医生或社区健康中心。 

您也可以联络：  

Queensland Transcultural Mental Health Centre 3240 2833 
布里斯本以外地区 1800 188 189 

为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人士提供的服务 
许多医院和和大的医疗中心都有专业的医疗人士队伍，向当地的移民社区提供服务。这

些服务包括辅导、咨询、推荐就诊和医疗信息。请给您的当地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打电

话，看一看是否有说您的语言的 Multicultural Health Worker(多元文化医疗工作者)。 

防疫注射 
防疫注射能保障儿童(及成人)免患上传染病。防疫注射对儿童而言，并非强制性，但政

府建议他们应该做。某些州及领地(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塔斯玛尼亚州及首都

领地)要求入托儿所或开始上学的儿童，出示防疫注射记录。这能让托儿中心或学校知

道哪些孩子仍未接受防疫注射。您的孩子可以在家庭医生诊所或您的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社区健康中心)接受防疫注射。 

如果您欲在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社区健康中心)或地方市议会接受防疫注射，

您将需要与他们联络，以确定他们提供何种防疫注射以及在何时提供。 

如果您的孩子没有接受防疫注射，您或许就没有资格领取托儿津贴。 

National Immunisation Infoline 1800 671 811 
    http://immunise.health.gov.au
Australian Childhood Immunisation Register   1800 653 809 

http://www.nps.org.au/site.php?content=/resources/content/cons_ml_about.html
http://immunise.health.gov.au/
http://immunise.health.gov.au/
http://www.medicareaustralia.gov.au/providers/programs_services/acir/index.htm


牙科服务 
在您当地地区有一些私人牙医师，他们的服务通常要收费。您可能希望加入私人医疗保

险以帮助支付牙科服务的费用。 

州和领地政府还向有资格的 Centrelink 优惠卡持有者提供范围有限的免费口腔医疗服 
务。所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止痛和一些基本的口腔医疗服务，包括装假牙。请与您最近的

医疗中心或服务联络以了解您所在地区的服务详情，并且与 Centrelink 联络以看一看您

是否有资格申请优惠卡。 

获得长者照顾服务 
养老院是为基于不同原因而不能在家居住的老人而设，例如：由于患病、残疾、丧亲、

紧急事故等原因，或因照护者、家人或朋友的需要，或仅仅因为老人在没有帮助情况下

较难在家居住等。那些不需要入住养老院的长者，或可考虑入住独立的居住单位或退休

村。 

Aged Care Assessment Teams (长者照顾评估组，简称 ACATS)能就您需要哪类澳大

利亚政府资助服务提供建议，以帮助您继续住在您的家中或判断您是否应该入住养老

院。 

您若想入住养老院，您需要经过如下五个步骤： 

• 您的资格评估 
• 找寻居所 
• 计算费用 
• 申请 
• 搬迁与安顿 

欲就长者照顾事务取得帮助，请联络： 

长者与社区照护资讯专线 1800 500 853  
 www.seniors.gov.au

 

http://www.senior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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